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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库调度运行方式对水库泥沙淤积的影响
李!巍

!辽宁省朝阳市阎王鼻子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" 辽宁 朝阳!)..%%%#

!摘!要"!对于水库而言"泥沙淤积情况的存在"一方面会影响水库自身的正常运行"使其难以充分发挥作用"甚

至影响水库的使用周期"另一方面还会对下游河床造成一定冲刷$ 因此在水库建设过程中"泥沙淤泥是必须应当

考虑和研究的问题之一$ 通常情况下"水库可以采取多种方式来进行清淤工作"如,水库泥沙调度等"而为了更加

全面地了解和认识水库调度运行方式对泥沙淤泥的影响"本文将结合工作经验"对此进行详细说明"以供今后参考

使用$

!关键词"!水库调度%运行方式%泥沙淤泥%影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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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一般情况下"水库的作用主要是平衡水资源的分

布"同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洪涝灾害等所造成

的损失"为部分地区的水资源系统开发提供基础"但是

泥沙淤泥问题的出现极大影响了水库兴利效益的充分

发挥' 如!建设在多沙河流上的水库"泥沙淤泥的速度

比较快"且随着泥沙淤积量的增加"对水库的影响作用

也会越来越大"降低了水库的使用寿命"甚至使水库完

全丧失功能"因此这些年"国家加大了对水库泥沙淤泥

问题的研究和投入力度"以切实提高水库功能发挥"实

现兴利效益的根本目的'

'%研究情况分析

通过一定的研究和分析发现"水库调度运行方式

的选择与水库淤积之间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"因此这

些年"中国相关部门和研究学者都加大了对两者关系

的研究力度' 一般情况下"水库运用方式不同"其水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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淤泥的调度方式也存在一定差异' 例如"作为一种辅

助处理水库淤积手段)))泄空冲刷"在水库运用过程

中经常使用"但是其在使用过程中与水库淤积上延问

题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"且水库淤积上延问题发生的

比较频繁' 事实上"随着时间推移"泥沙的淤积形态也

发生着一定变化"它是水库泥沙运动结果的一种外在

表现' 另外水库来水来沙&坝前水位情况以及水库地

形条件等因素对泥沙运动形态有一定的影响"同时也

间接决定水库淤积的形态"因此不同形态的淤积又会

反作用于水库的泥沙和水库泥沙淤积的变化情况' 从

淤积形态方面分析"可以将水库淤积纵向形态分为三

角洲淤积&锥体淤积以及带状淤积等三种"其剖面形态

图如下图所示'

水库淤泥三种形态示意图

因此从以上分析可知水库淤积上延现象的发生也

可能是由水库运行方式所导致的"同时水库泄流排沙

设备以及规模等都会加重水库淤积上延现象"故而如

果要想将水库淤积上延问题控制在可控范围之内"就

必须使用合适的排沙泄流设备"同时也应当选用合理

的水库调度方式' 从本质上分析"水库淤积是由上游

来水来沙&坝前水位变化以及河床边界等综合作用形

成的"而这其中"人可以对水库堤坝前的水位情况进行

控制"因此从这方面可以看出"水库淤积问题是可

控的'

+%水库泥沙调动对水库淤积控制的要点

分析

!!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水库淤积问题是可以依靠人为

的力量来进行改变的"因此必须加大对淤积发展情况

的分析和研究"尤其是应当加大对水库调度方式与水

库淤积关系的研究力度' 每个水库的规模是不同的"

且其河流泥沙也是不均匀分布存在的"在*水电水利工

程泥沙设计规范+#以下简称*规范+$中将枢纽工程分

为了两类"即严重和不严重' 一旦水路泥沙问题比较

严重"必须及时有效地采取水库泥沙调度"同时对泥沙

量变化情况进行严格的监督"必要条件下还应当使用

排沙防沙设备' *规范+中将符合下列情况的工程定

位为泥沙严重枢纽工程'

首先"库容沙量比在 /% ,)%% 范围内"其中库容沙

量比是指正常蓄水位以下的库容与库输沙量#体积$

的比值%其次"在水库工程建设的基准期内"坝前泥沙

淤积会对水利工程建筑物体的取水口或者是泄流建筑

的安全造成一定影响%再次"水库存在严重的末端淤积

上延问题"或者是水库存在回水现象等"这些问题的存

在都会对交通系统或者是运行中的水利水电工程造成

不利的影响%最后"水利工程的下游河道出现冲淤变形

情况"且会对交通系统&桥梁以及航道等造成不利

影响'

从以上分析可知"对水利水电工程而言"在解决泥

沙问题的过程中要经常使用泥沙调度这一方式' 但是

在水库泥沙问题比较严重的情况下"相关的研究人员

应当对水库进行详细的研究和分析"掌握水库淤积的

真实情况"并结合实际经验"制定科学合理的泥沙调度

方案'

L%探究水库调度方式变化对水库淤积的

影响

!!通过对相关研究方案的分析可知"水库淤积的主

要影响因素是水库调度方式&上游来水来沙等"而对于

大规模水库而言"可以通过水库调动方式的变化来解

决淤积问题' 就现阶段来说"中国大部分水库主要是

通过采用蓄清排浑的调度方式来解决泥沙淤积问题

的' 水库调度对水库兴利计划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

影响"而不同水库的泥沙情况也是不同"其蓄清排浑调

度过程也是不同的"也就是说不同的水库调度"泥沙淤

积也存在差异"而本文将结合三峡水库调度方式对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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库淤积问题进行详细分析'

(])!三峡水库调度方式

三峡水库在调度方式的选择上使用了一级开发&

一次建成&分期蓄水&移民等调度计划"首先在水库调

度初始阶段"规定每年的 #))% 月水库的水位应当降

到 )"/]%%2"且 #)- 月应当使水位处于低水平运行状

态"这样以来如果长江下游需要采取防洪措施"那么这

时三峡水库的水位值与下游防洪限制水位相一致"为

排洪做准备' 同时在 )% 月三峡水库的蓄水位可以达

)$/]%%2"且在 )) 月至次年 " 月"水库水位一直处于高

水平运行状态"到次年 / 月前水库的水位值仍旧在

)//]%%2以上"直到进入枯水期后"水位才会有所降

低' 下表为三峡库区主要水文站水沙量特征"且寸滩

和宜昌站作为三峡水库主要的入库和出库控制站"其

径流主要集中的每年的 /))% 月'

三峡库区主要水文站水沙量特征值表

站名

多年平均 $% 年代 .%)/ 年

水量d

亿2

(

沙量d

亿J

水量d

亿2

(

沙量d

亿J

水量d

亿2

(

沙量d

d亿J

朱沱 .$%% (]%/ .$)# (]((" ."-/ )]$)

寸滩 ("+/ "](+ (#+- "]+ ((/# .]%%)

北碚 #// )]. $"- )]$-( #$+ %].%#

武隆 "-$ %].+ /)% %].-) "#) %])""

清溪场 "%/. "]"$ ) ) (-)+ .]))"

万州 ")-/ "]$" ) ) (-$% )]#")

黄陵庙 ) ) ) ) "%-" %]++#

宜昌 "(+) /]%) "//. /]/# ")%% %]-$-

!!三峡水库坝前的水位呈现一定的梯形规律"即在

枯水期"三峡水库水位处于高水平"且最高可达

)$/]%%2"而 )) 月至次年 " 月"平均来水量约占全年总

来水量的 )-]/b"由此可以看出"这一阶段三峡水库

来水来沙量都比较小"但是在汛期来沙量增加明显"数

据显示 #)- 月平均来沙量约占全年的 +-b' 从以上

数据可知"三峡水库调度过程中"来水来沙量最高水平

是坝前水位较低的汛期"过渡时间比较短暂"而在水库

枯水期"水库坝前水位处于高水平"且来水来沙量也比

较小'

(].!三峡汛限水位调度对淤积影响

在长江河道汛期阶段"来水来沙量都处于高水平"

且这一阶段河床形态也处于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时

期"但是每一年水库的来水来沙量是不同的"但是汛期

水沙量对水库来水来沙量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' 水库

进入到运行阶段后"其调度方式的选择会对水库河段

下游的水位产生一定影响"也就是说这一阶段水库中

的水不再是/自由0的' 三峡水库利用蓄清排浑的方

式来解决水库淤积问题"以实现水库运行的平衡运行'

另外水库坝前水位波动比较大"且待进入到平衡阶段

后同年冲淤量也比较大' 在水库蓄水期"泥沙被冲刷"

水位处于高水平"平均为 )"/]%%2' 另外三峡水库其

平衡状态的形成是蓄水期和汛期水库共同冲刷作用的

结果"且这一阶段水库造床流量在汛期大于 (%%%2

(

dE"

而这对河床形态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"由此可

以看出水库调动方式对水库泥沙淤积平衡状态的形成

具有一定推动作用'

$%结%论

综上所述"水库调度方式以及河段上游来水来沙

量对水库淤积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"且合理的

水库调度方式对淤积平衡有一定的推动作用"因此水

利水电工程应当切实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水库调

度方式"以有效地解决泥沙淤积问题'

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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